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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投稿類別與內容差異
文章內容依照投稿類別有些微差異，內容陳列如下：
一、 研究發表：中文摘要 300~500 字、關鍵詞五個、正文（緒論、文獻探討、
研究方法、研究結果、討論與建議）
、參考文獻，正文請勿超過 10,000 字。
二、 專論文章：中文摘要 300~500 字、關鍵詞五個、正文（作者自訂）
、參考文
獻，正文請勿超過 10,000 字。
三、 輔導實務：正文（作者自訂）、參考文獻，正文請勿超過 6,000 字，
四、 輕舟薪傳：中文摘要 300~500 字、關鍵詞五個、正文（作者自訂）
、參考文
獻，全文請勿超過 10,000 字。
來稿請以直式橫寫打字，全文文稿行距為 1.5 倍高，文稿上下各留 2.54 公
分空白，左右兩側各留 3.17 公分空白，並使用 Microsoft word 2003 版本以上之
軟體處理。為保持匿名審查之原則，請勿於文中透露任何作者姓名及基本資料。

貳、 全文體例要求
一、 正文
（一）正文組成
1.

正文中，標題的層次如下：
第一級標題為國字數字：壹，其後應依序以：一、
（一）
、1、
（1）等標示作
為標題，並依此類推。第一級到第三級標題請使用粗體標出，第一級標題
置中，14 號字，第二及第三級標題均向左對齊，12 號字，第四級標題以
後不須加粗，採段落形式內縮 2 個中文字元，標題後方皆無須冒號，上下
不用空行。

2.

若正文內有逐條列點說明之必要，列點的層次依序為 1、（1）、a、（a）。
若列點說明內容獨立成段，則其內容之第一行開頭處應向內縮 2 個中文字
元，第二行以後向左對齊。

3.

正文中，中文請使用標楷體 12 號字；英數部分皆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
12 號字，段落左右對齊。

4.

正文中所使用符號應以全形為主。統計與科學計算相關之符號，如「.」、
「=」
、
「+」
、
「-」
、
「~」等，皆應使用半形，且前後皆須空一格；例如 N =
18，p < .001。 若是為數學或數字相關的使用，則不須空一格；例如 +4，
-3，18:00。

5.

正文中包含訪談逐字稿時，若呈現於內文，須以引號涵括並附上編碼。若
自成段落，則段首、段尾皆須向內縮 2 個中文字元。

6.

正文中，除希臘字母與統計縮寫（如 α、β、γ、或 ANOVA、LSD、SEM）
外，一律使用斜體，例如：p、t、F、χ 2、MSE、MS、SD。標示樣本數的
表示方式，則為大寫、斜體的 N，或小寫且斜體的 n；例如 N = 120、n =
21。

7.

正文中，描述統計數字時以四捨五入法取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為原則，小於
1 的小數點，之前需要加 0；例如：0.45、0.03。但若為相關係數、機率值、
比率等不可能大於 1 之數字，則小數點之前不須加 0；例如 γ = .72。

（二）引用文獻格式
1.

正文中，引用文獻時應將作者姓名及文獻發表年代（西元年）寫出，且無
論中文或英文作者姓名、發表年代皆使用全形括弧；例如：蕭文（2004）
、
Cotter（2016）。

2.

正文中，若引用文獻之作者為一名或二名，所有作者均列出。

3.

正文中，若作者為三名以上時，從第一次起僅列出第一位作者並加「等人」
或「et al.」
（限英文）
；例如 Ryan 等人（2008）
、王麗斐等人（2013）
、
（Hertel
et al., 2021）、（刑志彬等人，2019）。

4.

正文中，若有二位作者時，在括號內作者姓名間以頓號連接，若括弧內不
含作者姓名則以「和」或「與」連接。若文中引用英文作者，則「和」、
「與」前後皆須空格；例如：Grella 與 Schwab（2011）
、
（Vikram & Shanker,
2007）、（郭蕙寧、黃宗堅，2017）、許韶玲與蔡秀玲（2007）。

5.

正文中若引用翻譯書，請標出原著作者、原著與翻譯書出版之年份，（原
作者，原著出版年份/翻譯出版年份），例如：（American Psychological
Association, 2010/2011）。

6.

正文中引用參考文獻，括號內引用英文文獻之逗號為半形，例如（Cotter,
2016）
；括號內全為英文文獻之分號也為半形，例如（Cotter, 2016; Vikram
& Shanker, 2007）
，若中英混雜，則中文置於前，並且於與英文交錯的該筆
文獻以全形分號標示，例如：
（蕭文，2004；Cotter, 2016; Vikram & Shanker,

2007）。
7.

正文中若引用多則文獻，則需以作者中文筆畫或英文字母順序排列，例如
（王大明，2018；郭蕙寧、黃宗堅，2017；Cotter, 2016; Vikram & Shanker,
2007）。

8.

正文中若逐字引用他人著作中的正文敘述或逐字稿，字型使用標楷體，且
須以 「」含括，註明年代、頁數。例如：王大明（2018）建議：
「理論應
具有簡要性（p. 107）。」

（三）圖、表
1.

表之編號與標題置於表的上方並靠左對齊，標號及標題之中文文字使用標
楷體 12 號字，英文及數字則使用 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、表之標題粗
體。表格繪製以簡單清楚為原則，不必畫出直欄分隔線，框線內線粗細為
1/4pt，外框線則為 1pt。表的編號依序為表 1、表 2…等。

2.

圖之編號與標題置於圖的上方並置左，圖之編號依序為圖 1、圖 2、…等，
圖標號及標題之中文文字使用標楷體 12 號字，英文及數字則使用 Times
New Roman 12 號字、圖標號粗體。
實例：
【圖範例】

【表範例】

3.

若圖中或表中有標註符號，如「*」
、
「**」等，以凸排方式在表下呈列「**
p < .01; *** p < .001」。若表或圖需額外註解說明（不需粗體），再以凸排
方式在表下說明「註：……」。

二、參考文獻
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，必須全部列舉在此，且不得列出未引用之文獻。文獻
依中文文獻、英文文獻的順序排列。中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順序排列，英文文
獻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。所有文獻皆須列出年代，並附上 DOI 網址。
每篇文獻第一行請向左對齊，第二行以後開頭處應向內縮 2 個中文字元。
請注意標點符號、大小寫等格式規定：中文參考文獻的字型為標楷體，英文參考
文獻為 Times New Roman，字體大小均為 12 號；中文參考文獻所有符號均為
全形，英文參考文獻所有符號均為半形。各種不同型式的參考文獻如下所示：
（一） 期刊
◎中文格式：
作者（年代）。文章名稱。期刊名稱，卷別（期別），頁數。DOI 網址
實例：
許育光（2012）。碩士層級新手諮商師領導非結構諮商團體之經驗分析：個
人議題映照與專業發展初探。輔導與諮商學報，34（2），23-44。
https://doi.org/10.7040/JGC.201211.0023
◎英文格式：
Author, A. A. (Year). Title of article. Title of Periodical, xx, xxx-xxx.
https://doi.org/10.###/###
實例：
Cinotti, D. (2015). Compet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models in school counseling:
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ommentary. The Professional Counselor, 4(5),
417-425. https://doi.org/10.15241/dc.4.5.417
（二） 書刊
◎中文格式：
作者（年代）。書名。出版社。
實例：
蔡榮裕（2019）
。失落的空洞感：在佛洛伊德的古典臉色裡找自己。無境文化。

◎英文格式：
Author, A. A. (Year). Book Title. Publisher Name.
實例：
Csikszentmihalyi, M. (1990). Flow: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. Harper
& Row.
（三） 學位論文
◎中文格式：
作者（年代）。論文名稱〔未出版之博士／碩士論文〕。OO 大學 OO 系。
實例：
吳麗琴（2012）。焦慮性未定向之生涯個案在精神分析取向治療之歷程探究
〔未出版之博士論文〕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。
◎英文格式：
Author, A. A. (Year). Title of article [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/ master’s
thesis]. Name of University.
實例：
Paige, B. E. (2017). Open data portals in northern New England states
[Unpublished master’s thesis].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.
（四） 翻譯作品
◎中文格式：
原作者姓名 (翻譯本出版年代)。中文書名（翻譯作者，譯）。出版社。
（原著出版於 xxxx 年）
實例：
Goldenberg, I., Mark, S., & Goldenberg, H. (2019)。家族治療概觀（二版）
（杜淑芬、葉安華、鄧志平、王櫻芬、吳婷盈，譯）。雙葉書廊。（原
著出版於 2016 年）
◎英文格式：
Author, A. A. (Year). Book title (Translator, Trans.). Publisher. (Original work
published Year)
實例：
Bourdieu, P. (1990). Homo academicus (P. Collier, Trans.). Stanford University
Press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8)

（五） 網路相關資源
◎中文格式：
網頁作者或機構名稱（年代）。篇名。網站名稱。網址
實例：
洪文琪、陳明俐、紀凱齡、劉瑄儀、莊裕澤（2019）。如何避開掠奪性期刊
及研討會的陷阱。Research Portal 科技政策觀點。
https://doi.org/10.6916/STPIRP.2019-06-20
◎英文格式：
Author, A. A. (Year). Article title. Website Name. http://xxxxx
實例：
Crotty, D. (2020). Ritual, process, and social interaction: The world’s oldest
surviving video rental store. The Scholarly Kitchen. https://reurl.cc/MkWkap
◎注意事項：
1. 括弧內年代為文章登錄於網站上的年代，如無年代可查，中文文獻請在括
弧內註明為（無年代），英文文獻在括弧內註明為 (n.d.)
（六） 其他
其他本參考格式未盡之處，請參考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
Association 所發行的第七版出版手冊（publication manual）中有關論文寫作的
相關規定。

